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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川港合作】

川港 6 门学分课程合作

《增强和虚拟现实工程（AR/VR 技术）》课程正式开课

2021 年 1 月 25 日，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与香港职业训练局联合开发

的《增强和虚拟现实工程（AR/VR 技术）》课程作为 6 门课程的首门开

课课程，正式开课。开课仪式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

办公室、香港职业训练局、四川之友协会（香港）、四川省教育对外

交流中心领导的共同见证下，以“云会议”形式隆重举行。

此次开课是基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，四川省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区

政府在成都高层会晤暨川港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期间，四川省教育厅

与香港职业训练局签署的《川港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备忘录》，及其补

充协议《四川省教育厅、香港职业训练局-首批合作院校与合作专业领

域 目录名单》而开展的。该补充协议与川内 6所高职院校分别开展航

空工程、轨道交通、资讯工程、金融科技及金融工程、AR/VR 技术等 6

门双语课程的合作开发和实施。2018 年至今，双方通过邮件、视频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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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和面对面的互访等多种渠道进行交流和研究，合作课程开发顺利，

已开发完成 6 门“成效为本”香港学分课程。

参加本次开课仪式的有：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

公室教育科技部副处长徐剑，香港职业训练局副执行干事廖世乐博

士， 香港职业训练局工程学科学术总监、香港专业教育学院（青衣）

院长甄鼎君博士，香港职业训练局工程学科学术副总监、香港专业教

育学院（青衣）副院长邓锡文，香港专业教育学院（青衣及沙田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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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系系主任岑绍彬，四川之友协会（香港）会长韩瑾，四川省青联委

员、四川省政协重要联系人、四川之友协会（香港）总干事韩戌，6

所川内合作院校和香港职业训练局合作院校课程负责人，四川长江职

业学院常务副校长耿兵和智能工程学院院长赵荣等，以及香港专业教

育学院（沙田）工程系电脑及电子工程高级文凭 21名学生等。

《增强和虚拟现实工程（AR/VR 技术）》课程为专业必修课，学分

为 3分，双方教师授课时长为 20小时，授课内容分三个模块：计算机

图形学知识、3D图形原理、AR/VR/MR 系统的工作原理。受疫情影响，

课程将通过 Microsoft Teams 平台，进行线上教学。课程将有四川、香

港两地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，同堂学习。

“很荣幸，在课程开发过程中，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川港高等教

育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受四川省教育厅的委托，负责两地课程建设的

衔接和协调工作，使课程开发如期完成。很遗憾，按当初的设想，我

们是希望由两地教师教两地学生，而两地学生能够在香港和四川两地

同堂上课；而应用在 2019 年开始课程的实施，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

影响，开课的时间一推再推。很高兴，今天我们开始了第一门课程《增



5

强和虚拟现实工程（AR/VR 技术）》的教学，希望课程既能如期完成线

上教学，两地同学能够一起完成课业，期待疫情结束后，两地同学能

够见面交流。”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常务副校长耿兵讲到。

“受新冠病毒的影响，我们原计划的课程实施有所延迟，但我们

与四川 6 所合作院校的联系从未断过。我们通过线上会议，对课程的

规划、实施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究。通过本次课程的实施我相信

我们已经达成了更高的默契，为我们将来深入的交流合作打下了牢固

的基础。”香港职业训练局工程学科学术总监、香港专业教育学院（青

衣）院长甄鼎君博士讲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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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《增强和虚拟现实工程（AR/VR 技术）》作为首门开课课程正式

面向香港学生授课。在此，四川省教育对外交流中心特祝课程顺利实

施，川港师生收获满满，川港教育交流与合作再结硕果！”四川省教

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在“贺信”中讲到。

川港“成效为本”课程合作是在香港资历架构框架下，开展的以

“成效为本”的教与学。借助课程合作的机会，实现川港高校专业资

源共享、优势互补，为学生供给丰富多样的课程学习，促进川港职业

教育协同发展，有效推动了川港教育交流与合作，意义重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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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港连线“新年第一课”·香港教师为长江学子讲授《增强

和虚拟现实工程（AR/VR 技术）》

“我很早就报名了今天的课程，今天是第一次听香港老师上课，

课堂氛围很轻松，香港老师亲和力超强，我很喜欢。”3 月 10 日，川

港 6所职业院校合作开发的课程《增强和虚拟现实工程（AR/VR 技术）》

第二阶段授课正式启动。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2020 级计算机与网络安全

专业学生熊浩有幸参加了川港千里连线的学习。本次课程由香港专业

教育学院（沙田）工程系讲师杜璟庭老师讲授，川内 18名学子参加。

受疫情影响，出席本次仪式的川港两地教师以“云会议”形式出

席，在香港职业训练局署理副院长岑绍彬博士及相关课程老师，四川

之友协会（香港）会长、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董事长韩瑾，成都职业技

术学院金融科技应用专业主任王卫、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城市轨道

车辆技术教研室主任唐义清、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BIM 基础技术中

心副主任杨勇、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工程学院专任教师王磊共

同见证了第二阶段课程顺利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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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自 2010 年以来，在四川省教育厅的领导和指

导下，开展“川港青年互动交流暨教育合作，截止目前，共接待香港

13 批次，410 名学生来川学习“汉语普通话及文化交流”、“中国金

融服务概论”、“商贸英语”等联合香港高校基于香港资历架构下开

发的专业课程，并顺利修得学分，同时也受到了香港学生的一致好评。”

川港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、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常务副

校长耿兵讲到。

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科技应用专业主任王卫对香港职业训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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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课程合作成果表示祝贺，他谈到，川港职业教育

合作项目启动以来，成都职业技术学院与香港职业训练局相关院校在

金融科技/金融工程领域开展了教育理念、教学模式、教学方法和中国

文化传承的深度交流合作，在此过程中，金融科技应用成为学校国家

双高建设重点建设内容，相关课程也成为金融类专业的核心专业课。

香港职业训练局香港专业教育学院(青衣)署理副院长岑绍彬博士

表示，香港职业训练局辖下 6 所院校与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等省内 6 所

院校，分别开展航空工程、轨道交通、资讯工程、金融科技及金融工

程、AR/VR 技术等 6门课程的合作开发和实施，这是川港两地教育合作

的又一突破，希望在未来两地的合作更加多元、深入。

“希望这样的课程在学校里能多开设一些，让更多的同学有机会

参与”。正如熊浩同学希望的，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相信在川

港两地的共同的不懈努力下，川港职业教育合作将再结硕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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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背景

《增强和虚拟现实工程（AR/VR 技术）》课程将有四川、香港两地

教师参和师生共同参与，同堂学习。双方教师通过线上会议等形式，

即时沟通交流教学细节及教学环节，并达成共同促进学生学习和督促

学生学习的目的。

本课程授课时间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：于 1 月 15 日-2 月 25

日，四川温莉莎老师和林苏美老师给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20 名学生

msteams 线上直播授课；第二阶段：于 3 月 10 日-4 月 12 日，香港杜

璟庭老师给四川 18 名学生钉钉线上直播授课；第三阶段：于 4 月 22

日上午 8:30-12:30，双方教师与学生线上文化交流，其主题为：四川-

香港文化交流全景拍摄（视频中嵌入模型）。

课程内容设计

课程名：增强与虚拟现实工程

授课对象：电脑与电子工程高级文凭（香港一年级学生）/20 级虚

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（四川学生）

学分：3 学分（香港）/2学分（四川）

学习成果：具体详见图 1-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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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 《增强与虚拟现实工程》（AR/VR 技术模块）学习成果

备注：甲乙丙为川港课程合作部分。

课程内容设计：课程合作学时共 20 小时，前 16 小时教学内容主

要分为 AR/VR 理论部分与 3DMAX 操作演示部分，具体详见图 1-2。最后

4小时作为 min-pro 的川港文化交流。

作业及实验考核：

课程川港双方合作学时中，包括两个实验与两个作业，都主要涉

及 3Dmax 制作模型部分。

图 1-2 《增强与虚拟现实工程》（AR/VR 技术模块）课程内容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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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3《增强与虚拟现实工程》（AR/VR 技术模块）实验部分

教学器材与软件：

360 度摄像头、3dmax 三维建模软件及视频剪辑软件



13

川港职业教育合作课程近期建设情况

1.课程名称：《大数据和金融分析简介》

合作学校：成都职业技术学院

课程建设情况：3月 1日成职院召开了相关工作会议，已全部落实

校内工作安排，确定在 3月底的周四、周五上课。

2.课程名称：《轨道车辆工程科技》

合作学校：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

课程建设情况：2 月 5日与 VTC 开了视频会。确定课程在 4月 1-2

号、6-7 号开课。授课 4 天，有两天授课时间为 6小时，有两天授课时

间为 7 小时。授课形式为上午港方授理论，川方配合，下午川方授理

识一体。

3.课程名称：《传感器科技及应用》

合作学校：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

课程建设情况：1月份视频会议确定在 5 月 17 日开始授课。

4.课程名称：《土建建模技术》

合作学校：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

课程建设情况：假期前就授课平台测试沟通后,因放假，暂时没有

新的情况。

5.课程名称：《增强与虚拟现实工程》

合作学校：四川长江职业学院

课程建设情况：第一阶段课程已完成，第二阶段课程正在进行中。

6.课程名称：《飞机飞行力学与结构及系统(I)》

合作学校：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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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建设情况：双方已确定授课时间及授课平台。将于 2021 年 6

月开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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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交流活动】

四川省委统战部文甦副部长一行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调研

1 月 14 日，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、省侨办主任文甦、四川省中

华职教社主任李晓翔、四川省委统战部港澳台处处长李彪等一行 5人

莅临四川长江职业学院调研。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执行校长韩虎、党委

书记庄群、副校长徐广、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首席运营人（港籍青

年）肖羲清等热情接待文甦副部长一行。

在执行校长韩虎、副校长徐广、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首席运营

人（港籍青年）肖羲清的陪同下，文甦副部长一行参观了川港教育交

流暨合作纪事展“走过十年”、川港金融实验中心。座谈交流会上，

韩校长简短地汇报了学校情况、川港青年交流与教育合作概况、下一

步工作重点及设想。

“从单纯的川港青年互访交流，到川港课程合作、川港职业教育

合作，再到川港平台优势互补，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开展的川港青年工

作非常有特色，影响很深。2021 年，希望充分发挥川港职教联盟平台

优势，合作组织开展主题活动，加强川港澳青年联谊；在四川长江职

业学院设立‘四川省中华职教社社联之家’，突出学校川港青年交流

特色。”四川省中华职教社主任李晓翔讲到。

“首先，非常感谢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长期以来在推动川港青年交

流、川港教育合作方面做出的贡献。未来，希望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继

续发挥好连接川港的资源优势，自主开展好川港青年工作的同时，积

极参与省委统战部组织、主办的川港青年工作；配合全国、全省大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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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推动好川港教育交流与合作；创新平台建设，深化其他领域交流，

例如：引智、引技方面，利用好香港优势行业资源，积极参与四川经

济发展。开展好川港青年工作，站在政治的高度，通过互动交流，增

进香港同胞，特别是香港青年对国情的了解，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意

识，共同维护‘一国两制’，共同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。”会上，四

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、省侨办主任文甦表示。文甦副部长还特别向川

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首席运营人肖羲清了解社区运营情况，关心香港

青年在川创业、生活的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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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戴夔常务副部长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

调研指导

1 月 19 日下午，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戴夔、副巡视员

杨玉麟、联络处处长刘洪江、联络处副处长张珊一行到四川长江职业

学院调研指导。我校执行校长韩虎、副校长徐广等热情接待戴夔副部

长一行。

在执行校长韩虎、副校长徐广、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首席运营

人（港籍青年）肖羲清等的陪同下，戴夔常务副部长一行参观了川港

教育交流暨合作纪事展“走过十年”、川港金融实验中心、川港通信

与网络安全实验中心。座谈交流会上，韩校长全面地汇报了学校情况、

川港青年交流与教育合作概况、下一步工作重点及设想。

“近年来，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先后培养优秀毕业生 3万余人，组

织了 6000 余名川港青年开展川港青年互动交流，搭建了川港高等教育

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等川港教育交流平台，有效推动了川港教育交流

与合作，可谓‘主辅兼具，双向发力；育才与引领结合，成效显著’。”

会上，戴夔常务副部长讲到。同时，戴夔常务副部长还就学校下一步

工作重点及思考进行了详细地指导。


